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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处理条件对越南安息香木材耐软腐性的影响
Tong Thi Phuong1,2，朱一辛 1，潘

彪 1*

(1. 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南京 210037；2. 越南林业大学木材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内 156204)
摘 要：研究了以水蒸汽为保护气体，温度 170～210℃、时间 2～6 h 为热处理条件下越南安息香木材的耐软
腐性能、pH 值变化，以及腐朽后木材细胞壁破坏情况。结果表明，随着热处理温度升高和热处理时间延长，越南
安息香木材耐软腐性能提高；软腐试验后，失重率从未处理的 33.52%减少至处理 210℃，6 h 时的 1.60%。软腐菌
的侵蚀导致木材的 pH 值增加，即酸性减弱；同时，pH 值变化率随着木材受腐朽程度（失重率）增加而提高，未
处理材的 pH 值提高了 22.46%。随着热处理温度升高和热处理时间延长，木材软腐前后 pH 值的差异减小，pH 值
变化率从处理 170℃，2 h 时的 22.43% 减少至处理 210℃，6 h 时的 0.10%。与失重率变化趋势相似。软腐菌的侵
蚀使越南安息香木材构造发生变异，受细胞腔中的软腐菌菌丝侵蚀细胞壁，在细胞壁上有很多 V 形穿孔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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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eat treatment on anti-soft rot of Styrax tonkinensis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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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of soft rot decay resistance, pH value change,
and cell wall degradation after decay of Styrax tonkinensis wood with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s. Heat treatment
was carried out under water vapor condition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170℃ to 210℃) and time( 2 to 6 h). The
results showed with increasing the temperature and time could increase the resistance of soft rot decay . After the
soft rot decay test, the weight loss ratio changed from 33.52% of the untreated wood to 1.60% of heat-treated
wood at 210℃ for 6 h. The wood pH was influenced by soft rot decay. Usually, the wood pH increases (acidity
decreases) along with soft-rot decay erosion. The pH of the untreated wood increases by 22.46% compared to the
treated wood. The pH change rate of soft rot decay wood tends to decrease with an increase of heating temperature
and time. The pH change rate of soft rot decay wood changed from 22.43% to 0.10% when the treatment changed
from at 170℃ for 2 h to at 210℃ for 6 h and a similar trend was found for the rate ofweight loss. Invasion of the
soft rot fungi caused the wood structure change and degrade the cell wall of Styrax tonkinensis, resulting in many
V-type notches on the cell wall.
Key words: Styrax tonkinensis wood; heat treatment; wood anti-soft rot resistance
越南安息香（Styrax tonkinensis (Pierre) Craib ex
Hartw.）是越南人工林的主要造林树种，生长快，
且材色均匀、易染色，纹理细直，易加工，目前已
成为越南出口木材加工的一种重要原料。在中国的
广西、云南、江西等地也有分布。但是越南安息香
木材耐腐性差使其应用领域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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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的热处理也称木材的炭化处理，是指在保
护性气体环境中，在 160～250℃温度下进行短期热
解处理的一种物理改性和保护技术，可以改善木材
的尺寸稳定性、耐久性和颜色，并能提升木材的天
然耐久性[1-6]。近 10 年来，欧洲的荷兰、法国、德
国和芬兰等已经实现了木材热处理技术（炭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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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化应用[7]，中国对该项技术也有一定的研究，
产业化刚刚起步，但尚未形成生产规模[8-11]。
木材耐腐性是评价材料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对材料耐腐性的测试可为木制品的设计、制造及使
用提供技术依据。本研究通过对越南安息香木材与
不同热处理条件下处理材的 pH 值、失重率以及木
材显微构造变化等的比较研究，探讨热处理对木材
耐软腐性、pH 值的变化规律，以期为越南安息香木
材的材性研究和合理利用提供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越南安息香（Styrax tonkinensis (Pierre) Craib ex
Hartw.），9 年树龄，平均胸径为 24 cm，取自越南
北部的 Phu Tho 省 Thanh Son 县，木材经气干至含
水率约为 10%～12%，锯截成 700 mm (L)×70 mm(T)
×30 mm (R)的试样。
1.2 仪器与设备
木材热处理箱：型号 THX-3，最高工作温度 300
℃，南京恒裕仪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制造；
光学显微镜 Olympus BX51；恒温恒湿箱：型
号 HWS-250，温度范围 室温～150℃，湿度范围
30%～98%，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制造；
干燥箱：型号 101-1，最高工作温度 300℃，上
海市实验仪器总厂制造；
电子天平：型号 JA5003，最大称量 200 g，上
海精密仪器科学有限公司；
德国（Sartorius）PB-10 标准型 pH 计，德国赛
多利斯(Sartorius)。
1.3 试验方法
1.3.1 热处理 将气干的安息香木材试样，放入木
材热处理箱中，以水蒸汽作为保护气体。试验的热
处理温度选取 3 水平，分别为 170、190 和 210℃；
热处理时间选取 3 水平，分别为 2、4 和 6 h，用二
元排列法组合。热处理处理结束后箱内冷却至 70～
80℃。热处理后试样置于恒温恒湿箱，在温度（20
±2）℃，相对湿度（65±3）％的条件下调质处理
至质量恒定。与未处理的对照材一起，备作耐软腐
性试样用材。
1.3.2 耐 软 腐 性 能 试 验
参 照 日 本 标 准 JIS
K-1571，JIS Z-2119 将对照材及各处理条件下的热
处理材加工成 20 mm(T)×20 mm(R) × 10 mm (L)的
试件各 15 块，用饱水湿巾包好后放置 2 周，使试
件含水率达到 40% ~ 60%，将试件埋在盆装的没有
被农药、防腐剂感染的沙壤质土里，放在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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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00%、温度 25～30℃、黑暗、不通风、没有
白蚁以及其他昆虫害活动的环境。为保证土里的湿
度高于 50%，隔 2 d 喷 1 次水，让木材处于高含水
率、受软腐浸染状态。12 周后将试样取出，测试失
重率、pH 值，并观察木材的显微构造。
1.3.3 失重率的测定及耐软腐性能的评价方法 失
重率 M 按下式计算
M =

M0 − Mt
× 100%
Mt

式中：M0 为腐朽前试样绝干重；Mt 为腐朽后试样绝
干重。
以试件的失重率为依据来评价耐软腐性能。
1.3.4 pH 值测定方法 按国家标准《木材 pH 值测
定方法》（GB/T6043-2009）测定木材的 pH 值。按
下式计算材料 pH 值变化率：
T − Tt
T= 0
× 100%
Tt
其中：T0 为做软腐前的 pH 值；Tt 为做软腐后的 pH
值。
1.3.5 木材显微构造观察 将试件在水中浸泡软
化，用滑走式切片机切取 3 个切面（横切面、径切
面、弦切面），厚度 15～20 μm，经番红染色和酒精
逐步脱水后，过渡到二甲苯中使其透明，最后将切
片移至载玻片滴上冷杉胶封藏，即成永久切片。采
用光学显微镜 Olympus BX5 及随机配置的图像处
理分析软件，观察构造特征。
1.3.6 数据处理 试验结果数据均以均值表示，以
α＝0.05 为显著性检验水准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失重率
热处理后越南安息香木材经软腐试验后失重率
变化为 1.60% ~ 31.84%，对照材的失重率为 33.52%
（表 1），表明经热处理后的越南安息香木材耐软腐
性能提高，其不同热处理条件下失重率有所不同的
降低。在处理温度 170℃，处理时间 2 h 时软腐材失
重率与未处理材相比从 33.52%减少到 31.84%。当
处理温度 170℃，处理时间延长到 6 h 时，软腐材失
重率与未处理材相比从 33.52%减少到 18.34%。在
处理 190℃，处理时间 2 h、4 h 和 6 h 时木材失重率
依次为 17.21%、14.98%和 10.49%。在处理温度 210
℃，处理时间 2、4 和 6 h 时木材失重率依次为 6.94%、
2.65%和 1.60%，木材基本上没有受腐朽浸染。
越南安息香木材的失重率随着处理温度的升高
和时间的延长而逐渐降低，即耐软腐性能提高。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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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温度处理时越南安息香软腐木材的失重率变化趋
势线的斜率要比不同时间处理时越南安息香木材的
失重率度变化趋势线的斜率大的多，表明温度对提

Table 1

210°C

pH 值 pH value
软腐前
软腐后
Before soft rot
After soft rot
4.72
5.70

pH 值变化率/%
pH change rate

pH 值变化率均值/%
Average pH change rate

失重率/%
Weight loss rate

22.46

22.46

33.52

2h

4.59

5.79

22.43

21.47

31.84*

4h

4.63

5.61

21.19

24.10*

6h

4.57

5.52

20.81

18.34*

2h

4.57

5.45

19.26

4h

4.73

5.43

14.80

14.98*

6h

4.72

5.42

14.72

10.49*

2h

4.85

5.41

11.44

4h

4.86

5.01

3.09

2.65*

6h

4.83

4.84

0.10

1.60*

对照材 Control wood

190°C

高越南安息香木材耐软腐性能的影响更为显著。方
差分析表明，温度、时间及温度和时间的交互作用
对软腐木材失重率均显著影响。

表 1 不同热处理条件对软腐后木材 pH 值、失重率变化
pH change rate and weight losses rate of decayed wood under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 conditions

热处理工艺条件
Heat treatment condition

170°C

611

16.26

4.87

注：*为 0.05 水平上的显著性差异。Note：“*”refers t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0.05 level.

Figure 1

图 1 受软腐菌浸染的热处理越南安息香木材构造特征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tyrax tonkinensis wood decay by anti-soft rot

17.21*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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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值变化
在热处理过程中，木材中的半纤维素热解，降
解的产物主要有乙酸、甲酸等物质生成，同时热处
理过程中的喷蒸和升温，加速了半纤维水解成游离
酸，从而影响到木材 pH 值变化[12] 。从表 1 可以
看出：越南安息香木材的 pH 值为 4.72，经热处理
后 pH 值略有变化，为 4.59～4.83，当处理温度在
170～190℃条件下，pH 值下降，酸性增加，当处理
温度在 190～210℃、处理时间较长时，pH 值反而
略有提高，酸性略减弱。这可能与不同温度下纤维
素、半纤维素的热降解程度有关。
不同腐朽菌种适应一定的 pH 范围，大量实验
表明，大部分腐朽菌种生长在弱酸性环境中，pH 值
范围 4～5.5[13-14]。软腐后腐朽材的 pH 值均有提高，
酸性下降，反映了在热处理过程中，木材中的半纤
维素热解已大量降解，致使软腐（软腐菌主要也是
破坏半纤维素和纤维素）过程能破坏（酶解）的半
纤维量减少，所以造成了软腐前后 pH 值变化率减
少。真菌生长环境的酸、碱性，也是软腐菌分泌的
酶对木材酸、碱性的调节和影响所致。表明软腐菌
生长适于较弱的酸性条件，如表 1 所示。
对照材、处理材在受到不同程度软腐后，pH 变
化率有所不同变化程度，大致处于 5.4～5.7 范围。
pH 变化率随着木材受腐朽程度（失重率）增高而增
高，这是因为腐朽菌在浸染木材时具有调节 pH 值
环境的能力[12]。在处理条件为 170℃、190℃和 210
℃时，pH 值变化率均值依次为 21.47%、16.26%和
4.87%。不同处理条件时越南安息香木材 pH 值变化
率变化趋势线的斜率跟不同处理条件时越南安息香
木材的失重率变化趋势线的斜率有相似性，表明 pH
值变化率的变化与失重率变化有相似的变化。
2.3 受软腐菌浸染材构造特征
越南安息香木材受软腐菌浸染后，在木材的 3
个切面都可以看到细胞壁的破坏。横切面上可以看
出细胞壁次生壁呈现明显的微小圆孔破坏（图 2-b）
，
在纵切面（图 2-c）可以明显观察到细胞壁中侵蚀的
V 形穿孔槽，这也是软腐菌破坏木材细胞壁的典型
特征[9]。
对细胞壁的破坏，弦切面（图 2-a）明显的比径
切面（图 2-d）严重，这可能是由于木材径壁上木
质素含量较高的缘故。大部分细胞壁存在很多菌丝
（图 2-a, 图 2-e）,菌丝有很多在轴向薄壁细胞（图
2-a）和射线薄壁细胞上存在（图 2-d），表明菌丝容
易在薄壁细胞中扩展。
因为细胞壁穿孔是腐朽菌的主要特征，软腐菌
2.2

大

学

学

报

2014 年

通常不从相邻细胞间垂直于细胞壁发生穿孔现象，
但根据软腐菌能在次生壁中沿微纤丝方向产生孔腔
的事实，说明软腐菌仍具有分解细胞壁的能力，在
软腐初期，菌丝主要是穿过纹孔而蔓延的，当细胞
腔中的贮存物质消耗完以后，菌丝开始在细胞壁内
穿孔。虽然穿孔能使菌丝向弦向和径向扩展，但是
纹孔仍然是其弦向蔓延的主要通道。在细胞腔中沿
纵向延伸的菌丝比较粗，且壁也比较厚，当它们与
轴向值角穿过细胞壁时，菌丝变成又细又透明的分
枝。菌丝穿过细胞后，留在细胞壁上小孔直径与穿
透的菌丝直径一样，并没有加大。菌丝穿透细胞壁
时，常常是连续穿过 2 个细胞壁，在相邻的第 2 个
细胞腔中再分枝形成另—根纵向较粗的菌丝[15-16]。
V 形穿孔凹槽是由穿过相邻纤维壁中凹槽的纤
细菌丝生产的。这些凹槽能够深达 S1 层，甚至复合
胞间层。相邻两个木纤维细胞中的凹槽常常由通过
细胞壁，且与纤维轴成直角的细菌丝的分枝连接起
来。在菌丝变细穿透细胞壁之前，菌丝先变成球状，
这说明软腐菌开始穿孔时是靠机械的作用。这也提
出了当细胞的边界层被酶分解时，软腐菌菌丝以直
接侵蚀细胞壁的方式得到它们所需要的养料，在钦
腐菌丝到达它能够以酶分解的细胞壁区域之前，菌
丝是靠机械作用穿过屏障层。

3

结论

越南安息香木材随着热处理温度升高、热处理
时间延长，耐软腐性能提高，在 α=0.05 水平上，温
度、时间及温度和时间的交互作用对木材失重率均
显著影响；
软腐菌的侵蚀导致木材的 pH 值提高，酸性减
弱，表明软腐菌能调节其生长环境和酸碱性，软腐
菌更喜欢在 pH 值为 5.4～5.7 较弱的酸性环境下生
长；
随着热处理温度升高、热处理时间延长，软腐
后木材 pH 值变化率随着木材受腐朽程度（失重率）
减小而减小；
软腐菌的侵蚀使木材细胞壁产生破坏，软腐菌
丝通常沿轴向薄壁细胞和射线薄壁细胞扩展，并在
纤维细胞次生壁中沿微纤丝方向分解细胞壁，并在
细胞壁上产生许多 V 形穿孔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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